
2012-2013年度  第一期

　　今年的畢業禮非常特別，最後一屆的預科同學畢業了，自此之
後，預科課程將成為歷史。但歷史中一個時代的終結，往往就是另
一個時代的開始，我們新高中學制的第一屆學生今天也畢業了，實
在是衡怡歷史上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過去三年，老師的教學工作是辛勞的，新舊課程並存，積極備
課之餘，又要為學生提供豐富的其他學習經歷，加上考評準則及大
學收生要求的不明朗及朝令夕改，那種壓力實在不足為外人道。

　　去年六月，高級程度會考放榜，各科成績良好，十二科中有
九科合格率高於全港平均，八科合格率逾八成，通過大學聯招
(JUPAS)獲派學位或副學位課程的學生人數比例超過八成。可見新高

中課程的推行並未有影響老師對預科學生的付出。對於我們這一群在新舊學制交替中、對教學工作盡忠、對學
生鍥而不捨的老師團隊，我希望各位畢業同學及來賓以熱烈的掌聲向他們致最高的敬意及謝意。

　　去年八月開學前，學校收到了一張漂亮的成績表─教育局的校外評核報告。外評報告對學校在「管理與組
織」、「學與教」、「學生成長支援」及「學生表現」各方面皆予以高度肯定。教職員的辛勞得到了認同，為
本校的二十周年校慶送上了極美好的一份禮物。由於外評報告對學校各方面皆評價良好，所以建議偏向細碎，
但學校仍會認真面對建議，希望能進一步提升學校的整體表現，貫徹「前進不已」的紅灰精神。各位若有興趣
了解外評報告詳情，可以登入學校網頁閱讀全文。

　　在學校建設方面，本校獲「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撥款超過一百萬，推行多個節能項目。在環保教育組及
總務組同事的努力下，第一部份的小型節能工程已經完工，隨後將會是太陽能板及風車的裝設。過去數月，學
校所耗的電量已隨著部份工程的完成而明顯降低，而配合這些項目的環保教學計劃亦陸續開展，希望學生能藉
著這些建設，更懂得節約能源，並積極地為保護環境出一分力。同時，亦可使學校在電費方面的開支進一步下
降，騰出更多資源去改善學生的學習。

　　為配合學校未來發展，學校已將禮堂外的儲物室加以改裝。新的房間將會命名為「善述閣」，裏面會介紹
何善衡博士的生平及何博士所著《閱世淺談》中的雋語節錄，亦會展示學校二十年來一些值得紀念的大事及物
件，希望學生能從中學習到何博士處世做人的態度，亦能明白今日所享有的一切其實是很多前人努力的成果，
學懂感恩。「善述閣」的改裝是獲得何善衡慈善基金會撥款二十萬支持，特此鳴謝。

　　除了實體的建設，本校同工在利用資訊科技支援新高中課程的推行上，亦付出了不少的汗水。新高中學制
要求學校對學生的學習經歷有詳盡的紀錄，要處理這一大堆天文數字的資料，實在是十分不容易的事。各位中
六同學今日除成績表外，可以取得一份精美的「學習歷程檔案」，以應付你們未來升學及就業的需要，全是有
關的教職員努力不懈、克服眾多困難後的成果。

　　以上各項建設的順利推展，實有賴「總務組」及「學校行政及管理系統組」的同事，包括老師、職員及工
友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以外、額外而無私的付出。此外、教師可以在雙學制過渡年有足夠的空間教學、學生能有
舒適安全的學習環境，這一群在幕後默默耕耘的教職員實在功不可沒，希望各位亦以熱烈的掌聲向他們致謝。

　　何善衡博士在《閱世淺談》一書中提到：在社會做事「要有忠厚的存心，純良的品性，勤謹的工作，謙恭
的態度，此四者缺一不可。」衡怡的教職員工已為學生示範了這些在社會做事應有的良好態度，希望各位同學
在經過學校多年的教導後，也能學到、做到，並能堅持，實踐積極人生。

　　願主祝福大家。

衡 怡 大 事

校 長 的 話

李守儀校長

　　義工服務小組於暑假期間，與香港傷健協會合作推行「開心智能學
堂」。此活動為期八天，本組義工同學負責協助活動的推行及照顧參與
的傷健人仕。通過此活動，不但讓傷殘兒童及青少年渡過一個開心、充
實的暑假，參與的義工同學亦能藉著餘暇增加生活體驗，學懂關懷社會
中有需要照顧的人仕。

開心智能學堂

　　一年一度的校友
日已於2012年8月26日
（星期日）在學校禮堂
舉行，今年亦是校友會
成立6週年的大日子。
當日節目豐富，出席的
校友超逾100人，加上
30位出席的老師，場
面相當熱鬧。

校友日2012

　　在2012年8月27日，暑期的中一銜接班已經圓滿結
束，而當中的音樂課邀請了本校管樂團作音樂示範，當天
由本校管樂團指揮王堅先生，帶領樂團表演了多首樂章，
亦有各種樂器介紹和小組的表演，讓同學欣賞音樂之餘，
亦可親身接觸各種樂器。當天同學都很留心欣賞精彩的表
演，藉此增進他們對西洋樂器的認識。

中一銜接班音樂課的管樂團表演

　　由本校主辦的第七屆「衡怡盃—港島東區小學學術常識問答比賽」已於2012年6月29日在本校禮堂圓滿結束，
比賽場面緊張激烈，觀眾掌聲此起彼落。經過初賽及決賽一輪緊張刺激的競逐後，結果由慈幼學校及筲箕灣官立小學
勇奪雙冠軍，亞軍是香港嘉諾撒學校，而殿軍則由聖公會聖米迦勒小學奪得。賽後由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林
智中教授頒獎。

　　今年的「衡怡盃」，繼續得到何善衡慈善基金會贊助。今年參賽的學校共有十間，每間學校選派最少三位、最多
六位學生代表參加。參觀比賽的小學師生超逾三百人。賽事分為初賽及決賽兩部份，每部份均設有必答題及搶答題。
題目內容圍繞小學四至六年級的中文、英文、數學、常識四個範疇，另包括學生對時事的認識。

　　是次比賽旨在延續本校與區內小學的聯繫；同時，鞏固同學在各學科的知識，讓各小學同學有互相觀摩交流的機
會。此外，亦為參與籌備工作的中一至中五同學提供一次難得的學習經驗。因為每年的「衡怡盃」，無論司儀、發問
題目、招待、計分以至中段休息時間的學科攤位活動等，均由學生擔任，相信各參與活動的同學都上了人生寶貴的一
課，得到一次難忘的學習經歷。

第七屆「衡怡盃」—港島東區小學學術常識問答比賽

　　本校於2012年7月3日，接受了蘇浙公
學家長教師會的邀請，進行了一場辯論比
賽。本校的演辯學會派遣了7位同學參加，
同學透過7天的準備時間，討論辯題、搜集
資料、撰寫稿件等，每一樣工作都十分用
心，並有效分工，顯示出團體精神；臨場發
揮亦極具水準，演辯學會更帶同中四級同學
觀賽吸收經驗。最後，本校成功擊敗對手奪
得冠軍，其中5E班陳思穎同學更獲選為全場
的最佳辯論員，實是可喜可賀。

2011-2012聯校辯論賽

衡 怡 喜 訊
　　服務了學校逾
廿載的工友愛姐，
於2012年8月榮
休。愛姐對於要離
開朝夕相對多年的
老師、同學及校園
表示不捨；不過，其退休生活依然積極
充實，閒時甚至會到社區中心作義工，
回饋社會。本訊在此謹代表全校師生，
祝愛姐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大家好，我是黃偉恆老師(NS)，
主要任教低年級的英文。還未在這
間學校任教前，已經「聽聞」過這
裏是何等的「民風純樸」；但經
過這兩個星期的觀察，我還想加
一個形容詞—「可愛有趣」。有
時下課後會有窩心的感覺。(esp. my 
dear 2B class ~~ )。衡怡的學生，你們
是體貼老師、認真、努力增值自己以及
有理想的一群年青人，這是你們的優點。Keep this up !! 
希望將來可以認識大家更多！大家多多指教！

　　大家好，我是新來的英文老
師Miss Wong (RY)。很高興能成
為嶺南衡怡這個大家庭中的一
員。平時我喜歡看電影，也喜
歡看書，閒暇時也會去海邊釣
魚。若有時間，我也會去各處
旅行，感受不同的人與事。見到
你們，常令我想起中學的時光，

那些成功的喜悅以及各種的付出，甚
至連挫敗，回想起來，也是幸福的，好好珍惜吧！期
待你們的每一分進步！

大家庭的新成員—王若愚老師

(節錄自2012年6月2日第十六屆畢業禮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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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暉敏
老師於2012
年7月7日註
冊結婚。謹
在此祝賀張
老師新婚愉
快。

大家庭的新成員黃偉恒老師

衡 怡 大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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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成 就

最佳辯論員

5E 陳思穎

　　林詩洛老師於2012年7月
喜添女兒，名為林昭瑜。在此
致以祝賀。



　　在2012年7月10日，一年一度的藝術發展日於禮堂正式拉開序幕。首先由李守儀校
長致開幕詞，她對同學們各方面的才能表示讚賞。接著是戲劇學會的表演，同學們熱情
投入，演出精采萬分，贏得同學們熱烈的掌聲。然後，登場的是中文詩詞朗誦及英文散
文獨誦，由黃展緯同學示範表演。梁同學在校際朗誦節屢獲殊榮，多次得到中英文朗誦
比賽冠軍，是次表演果然不負眾望，語調抑揚頓挫，聲情並茂，令人拍案叫絕。

　　今年的管樂演奏，分別有敲擊合奏、色士風合奏、管樂合奏，同學們技巧純熟，儼
然有專業演奏家的水準。所奏樂曲動聽，音韻悠揚，是美的享受。今年，更有幸邀請到
友校嶺南中學銀樂隊來我校表演，演奏樂曲雄壯，澎湃激
昂，振奮人心。在一輪樂器表演後，由3D表演的英文廣告
話劇極具創意，令人發出會心微笑。另外，舞蹈表演令人
目不暇給，動作優美，舞步瀟灑自然。

　　最後是國術學會的表演，同學們表演了南拳、纓槍、
詠春武術等，果然像廣東人說的「有姿勢有實際」，拳拳
有力，虎虎生威，台下的同學都忍不住拍掌歡呼。是日多
姿多采的活動，令師生渡過了一個愉快的上午，亦展示了
本校同學們多種多樣的才能。熱切期待下一次同學們的精
采表演。

　　課堂外學習是本校重視的一環。本校每年均會籌辦境外考察團、遊學團等，讓學生參與。今年暑假，學生
繼續前往不同地方遊學，透過不同的參觀、交流等活動，體驗當地文化，獲益良多。同時，學校亦十分重視學
生的「其他學習經歷」，在暑假前舉辦了一系列與藝術相關活動，讓學生在各方面有均衡發展。

全 方 位 學 習

Bandslam is a popular competition of bands that first 
started at secondary schools in America, and now it's at 
LINGNAN HANG YEE! Two months ago, students chose 
the members of their band, what kind of English music they 
wanted to play, and the costumes they would like to wear.

On 6 July 2012,  s ix bands part icipated in the 
competition. There were pianos, keyboards, drums, 
saxophones, guitars, bass guitars and electric guitars. The 
atmosphere was so lively and all the students enjoyed a 
lot. The highlight of the show was the performance given 
by a band called 'Breaking Rules', formed by our former 
students.

The champion is Your Nightmare Our Dreams and the 
fi rst runner-up is The SUETM.

All the students ROCK!!!

　　《我們的15年—青年大匯演》是慶祝香港特
區成立十五周年的活動，本校歌詠團和管樂團有
幸被邀請出席由香港青年協會與香港電台舉辦的
這個大型活動。

　　在2012年7月2日早上，本校及接近八千名來
自本港逾一百三十五所學校和團體的青年齊集香
港體育館，我們既是觀眾，亦是表演者，除了聯
同多位本地音樂精英，透過多媒體方式回顧香港
十五年來的起伏變遷外，還參與身體敲擊項目，
嘗試創新健力士世界紀錄，展現年輕人團結、積
極和活力澎湃的一面。

　　為了令匯演極盡視聽之娛，大會選用多媒體
方式來呈現香港回歸十五年的段段難忘時刻，現
場設有一百呎寬、二十四呎高的巨型屏幕投射影
像片段，分為六個主題，配合庇理羅士女子中
學、九龍華仁書院學生；舞蹈家王廷琳帶領的
「香港起舞」及「香港劇場」；敲擊樂家龍向榮
和香港敲擊樂中心成員，以及香港音樂精英趙增
熹、容祖兒、陳奕迅、謝安琪、林峯、王梓軒的
精湛演出，結合成一個歷時九十分鐘的匯演。

　　最後由主要贊助機構代表—香港賽馬會主席
施文信宣布近八千人進行的身體敲擊正式創新世界
紀錄後，大匯演在一片歡樂的氣氛下圓滿結束。

我們的十五年─青年大匯演

UK English Learning and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

This summer, our school held an English study tour 
to Reading, UK. The purpose of the trip is to immerse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in an English-speaking 
environment and to encourage the students to learn 
the local culture when staying with host families. The 
students were accompanied by their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Miss Ng and Miss and Tam. Every day, they 
went to a local secondary school called Abbey School and 
they had lessons in the morning with the students from 
Spain, Turkey and Russia. They communicated among 

themselves in English and it greatly improved their English 
fluency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It also enhanced their 
confi dence in speaking English. In some afternoons and at 
weekends, the students had excursions to places including 
London, Warwick, Bristol, etc. and it definitely widened 
their horizons. Everyone in the tour enjoyed the activities 
and it was an extremely rewarding experience. 

To make this tour successful, we must thank 
the S.H. Ho Foundation. Every year, it funds our 
students to go on study tours to different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Such a program is, without 
doubt, a gratifying one. To show what they have 
accomplished, the students have joined the school 
English Society and in this school year, they are 
going to organize various school-based English 
activities. It is hoped that this is a life-long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all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and their fellow schoolmates can also learn from them.

為讓學生擴闊視野，本校經常舉辦不同的課外活動，讓學生參與。透過多元化活動，學生既能實踐所學，亦吸收
了課外知識，獲益良多，務求學生能達至多方面發展。2012年5月至8月期間，同學們參與的校園內外活動如下：

校 園 內 外

　　中文大學出版社於2012年5月22日，在香港中央圖
書館演講廳舉辦了「鄧小平—改變中國的人」講座。 講
者為哈佛大學亨利．福特二世社會學榮休教授傅高義教
授（Ezra F. Vogel），而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教授
任主持。是次講座讓學生認識鄧小平的歷史及其在我國
改革開放當中
所 扮 演 的 角
色。講座後本
校師生與兩位
教 授 一 起 合
照，這機會實
在難得！

中史科活動—鄧小平講座

　　在2012年6月27日，3D學生參觀大埔犬舍領養中心
和訓練狗隻工作坊，了解機構的運作。當他們眼見三百
多隻被主人遺棄的狗隻，在酷熱的天氣下困在鐵籠或栓
在柱旁，等待新的主人來
領養牠們時，更了解被遺
棄狗隻的生活和體驗如何
照顧狗隻。活動後，學生
都明白到飼養狗隻是一生
的承諾，不可以隨便遺棄
牠們。

3D班參觀「救狗之家」

　　在2012年6月27日，一
眾2A班學生從小西灣校園
出發，經由龍躍徑前往大浪
灣，學生除了能享受大自然
的景色外，他們在行山徑及
沿途所設的涼亭，把沿途的
垃圾撿拾。同學都很明白要
愛護大自然，不應亂拋垃

圾，在這過程中，他們更學到需要主動保持香港的清潔，
並從愛護香港而建立對自己居住環境的歸屬感。

2A班輔服務活動 　　新學年升讀中二的先鋒小組11位成員，在社工及五
位導師的帶領下，於2012年8月24及25日，到烏溪沙青年
中心參加兩日一夜的「領袖訓練營」。透過熱身活動、一
分鐘自我介紹、小組遊戲及模擬主持活動等環節，培養各
先鋒成員的自信、合作性、表達能力和領導才能等，為未

來策劃活動奠下根
基。各先鋒小組成
員於離營前的檢討
會中，各抒所感，
為未來一年定下目
標。

中二先鋒小組領袖訓練營

BandSlam-2012
Bandslam is coming to Lingnan Hang Yee!

藝術發展日

activities. It is hoped that this is a life-long learning 

來策劃活動奠下根

家長教師會  戒毒村體會之旅—戒毒村體會之旅後感  

3 42

　　去年新加入衡怡家教會成為委員，在一次會議中，聽到一項名為「戒毒村體會之旅」的活動，也聽到不少家長對這活
動的正面和積極評價，引起我心中很多疑問：為什麼活動廣為人推薦、讚許？為什麼它能成為一個受歡迎的親子旅行活
動？為什麼⋯⋯

　　今年壓軸的親子旅行活動，經過家教會多番建議和討論，結果如往年一樣，再次舉辦「戒毒村體會之旅」，此舉正好
有機會為我解開心中那許多的為什麼。活動當天在學校集合出發，旅途中，老師、家長、同學分別自我介紹和分享對活動
的期盼。個多小時的車船行程後，我們來到位於西貢區內的一個樸素小海灣—高流灣。上岸後，再由工作人員引領步行約
20分鐘蜿蜒高低的山路，終於到達這次活動的目的地—靈愛蛋家灣中心。

　　靈愛蛋家灣中心所提倡的福音戒毒，除了幫助戒毒者戒除毒癮外，更希望透過信仰協助學員們重拾自信、重新投入社
會、走進社群再過新生活。中心座落於蛋家灣一個背山面海的小山崗，一個遠離物質引誘的寧靜小天地，讓戒毒者在一個
「零誘惑」的環境進行戒毒生活。中心的學員由十多歲至三十多歲，大多數是自願戒毒人仕，也有些是經由法庭轉介來
的，他們需要接受長達一年的戒毒生活。我們參觀中心的設施和欣賞由學員親自製作介紹中心的短片後，便品嘗學員為我
們準備的午膳，給我們感受到他們自力刻苦的精神，及認同他們付出的努力。

　　午飯後，中心安排我們與靈愛學員分組傾談，了解他們的背景，聽聽他們失足的故事，聽聽他們目前的感受，也聽聽
他們對未來的期望。當中一位年僅十五歲的青少年訴說自己的經歷，由於缺少家庭的關顧，誤入歧途，在交友不慎的情況下
沾染惡習，實在令人惋惜和傷感。而毒品以林林總總的形式和不同途徑滲入青少年的社交圈子，加上毒品對身體和精神的禍
害，更令人感到可怕心寒。幸好社會上仍有團體能給這迷途受害的一群伸出援手和支持，令到他們可以認識生命、珍惜家
人、重拾信心，重新投入社會。最後，我們聆聽了其中一位成功戒毒，快要離開中心的學員的見證分享，從他的眼神和說
話，我們感受到他的振奮和喜悅，對明天充滿無限希望和生機。我心
底也祝願他能乘風破浪，自強不息，走出陰霾，再次步入亮麗人生。

　　回程的時候，同學們雖然身體疲憊，但仍娓娓道出不同感受。從
一個毒品受害者的真實經歷去認識毒品的禍害，裏面有血、有淚、有
懊悔、也有期望。我們上了在書本或媒體都沒有描述的一課，也真切
感受到人生並非四季如春，所以應該更珍惜身邊人與物。

家長分享  陳柏就先生


